2004-05 年度十月第五期
~ 院長的話 ~

夢語
「日與日侃侃而談，夜與夜知識相傳；
不是言也不是語，是聽不到的言語。」 ( 詠 十九: 3)
我曾欣賞過幾米的書-「微笑的魚」，覺得很有趣味。書裡描繪一個人和一條會微笑的
魚，這個人欲把魚兒留在家中，魚在不同的角度和時空，也予人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和感情。
直至一夜，這人在夢中宛如這條微笑的魚，可以逍遙遊，真是在水中游個痛快。怎料自覺
正當他和魚兒一般，身在那個透明的金魚缸內時，頓時感到自己絕對沒有多大自由，才夢
中驚醒過來。這是一塲噩夢！
這個人終於恍然大悟，不能把微笑的魚放在金魚缸，自以為「獨樂」就可使魚兒「同
樂」
，殊不知應送魚返回一個無際藍色的大洋才是！當他做了這件人生賞心樂事後，魚兒和
他自己也發出綠光，大家都明白「魚在水中游」的箇中道理。
人生可以比作夢境一般，有現實，有虛空；有美夢，有甜夢，有惡夢，也有白日夢。
有人衹把發了的夢作理性分析，正如對自己說：衹不過是日有所思罷了！更有人認為夢幻
泡影，甚而譏笑人家自己造成，在現實中令人啼笑皆非。但也有人弄得夢竟成真。鮑思高
就是一個例子。
香港人是否真的這般現實呢？難道今天的慈幼學生，家長，老師再沒有夢嗎？怎樣發
個夢呢？
以下有一段英文的文章，提醒我們在生命的夢想中，會否有天主的介入? 請細心閱讀，
且互勵互勉之：
Dare to dream great dreams, but dream with God.
You will see He will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
Those dreams He knows are the best for you.
As writer D. Crowe says, “ There is no limit to your goals you can attain…
The success you can achieve… your possibilities and your potentials are as
Endless as your dreams,” when you dream with God.

陳鴻基神父

學校事務：
(甲) 人事動態
(一) 01-04 年度担任本校的院長斐林豐神父，他於今年六月考獲羅馬宗座聖經學院博
士榮銜，今年八月，他調任慈幼修院院長，並在聖神修院担任教授。本校新任院長為陳
鴻基神父，他於 1984 年晉鐸後曾服務本校，及後在九龍鄧鏡波學校担任校監，六年前
調往澳門九澳雷鳴道學校担任院長及校長。陳神父除担任本校院長一職外，他亦是慈幼
學校下午校校監。
(二) 本校小堂主持蔡國祥神父因健康理由需要休養，其工作交由袁鶴清神父担任。袁
神父在四十多年前曾服務本校，他在不同慈幼會學校担任院長、校監工作，他到任前在
香港仔工業學校担任院長一職，他推行宗教活動不遺餘力。
(三) 本校外籍老師 Ms. Maureen Bushell，她在八月離職，前往美國深造，接任的是羅
冰女士（Robyn Maree Burridge），澳洲籍，她已在香港從事教育工作達六年之久。本校
英語教師曾穎恆，已於八月離職，本校實驗室助理范煥明先生及資訊科技技術員梁子健
先生亦先後於八月離職，本校新到任的資訊科技技術員及校務助理辜仲陞先生。
(四) 本校鄧漢駒書記今年八月榮休，新學年開始，本校的總務事務及工人安排等工
作，由陳國忠書記處理，而圖書館聘請舊同學顧定邦先生為圖書館助理。

(乙) 公開試情況
(一) 今年大學入學考試成績公佈，本校有五位同學榮獲 3A，他們分別陳卓輝、陳佳源、
鄭達邦、秦文偉及黃百源同學，成績十分理想。
(二) 今年中學會考成績方面，比往年有很大進步，王培煒同學獲 7A1B1C，成績理想，
希望本年的成績有更大進步。

(丙) 學生補考政策
今年，本校將實施下列政策：
(一) 本校統一測驗及學校考試期間，學生因個人理由缺席考試或測驗，不設補考。
(二) 個人理由缺考原因包括 i) 患病 ii) 家事 iii) 離開本港 iv) 私人考試等。
(三) a. 經正常告假程序，而獲准缺席的同學，所缺考科目得於成績單上，不列成績，不
排名次。
b. 經批准告假，缺考的科目在計算總分時，以教統局電腦行政軟件(SAMS)之調整
方法處理，計算其學年成績。
(四) 未經批准缺席考試的同學，其缺考科目，成績以零分計算。
(五) 在重要考試，例如學年大考或畢業試等，學生因參與校外活動、聯校活動或公開試
等因而缺席，校方批准給予補考。
(六) 補考安排在學生適當之最近時間進行，補考考卷由科任老師安排或指定，學校安排
之補考，按該卷成績計算，毋須折算。
(七) 畢業試或學年大考，學生若因病缺席，則不予補考，成績計算與(三)b 相同。

(丁) 大學來鴻
下列學生，他們在本校畢業進入大學，在大學的考試中獲得學院嘉許狀，所屬大學特來
信本校加以表揚，現羅列供各位參閱：
畢業年份

班別

學生姓名

大學名稱

1

1999-2000

7B

張文量

浸會

2

2000-2001

7B

董靈毅

香港理工

3

2000-2001

7B

楊啟宗

香港理工

4

2000-2001

7M

林仁義

香港大學

5

2000-2001

7M

徐宏希

香港大學

6

2001-2002

7B

李文康

浸會

7

2001-2002

7B

陳棟邦

浸會

8

2002-2003

7B

繆敬文

浸會

(戊) 學校改善工程(SIP)進展
學校改善工程包括加建及改建兩部份，本來預定二○○五年初竣工；但後期發覺地基
側旁之護土牆需特別加以鞏固，耗時八個月，故所有改善工程因而順延至明年十月才完成。
詳情如下：
加建部份 --- 於禮堂側加建四層新舍，每層大約一百多平方米，設有特別室及教員室；
現因護土牆已鞏固，故地基工程預計可於本年十一月中進行。
改建部份 --- 工程於暑假期間已進行，包括新鋪設電纜、更換升降機、改建學校大門
入口的傳達處及接待室，一至三樓部份洗手間改為傷健人士洗手間、學校大門口側旁及一
樓加建輪椅通道等；以上各項，可於本年十一月中完成。

(己) 學校活動
(一) 聯校科學展覽
一連五日（八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十日）的第三十七屆聯校科學展覽終於圓滿結束，
本校榮獲四個獎項，並能成功衛冕全場總冠軍。
本年的科展主題為「燃燒科學，照亮生活」，本校展品名稱為「色液鏡」，它主要把矯
視鏡和太陽眼鏡的功能集於一身，為人類帶來方便和舒適的生活。參與科展工作老師包括
張展濤老師、黎奕偉老師及黃志堅老師。
其實，早於本年四月中，本校已在四十六間參賽的學校中先拔頭籌，奪得計劃書設計
比賽冠軍，期後更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時，奪得飛利浦能源效益大獎亞軍，最佳展品負
責人為鄺俊豪同學，以及全場總冠軍。本校可保留科展冠軍盃一年，並可代表香港於明年
到台灣參加「2005 台灣國際科學展覽」。

(二) 模擬投票結果活動
為使學生關心時事、了解社會，由「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舉辦的“選舉全接觸 齊
來認識 9•12”活動經已圓滿結束。當中以九月十日舉行的「慈幼立法會(港島區)模擬投票」
反應尤為熱烈，是日共有 283 名學生參與投票，反映學生公民意識濃厚；而以比例代表制
計算，是次選舉當選名單為范徐麗泰、曾健成、楊森、馬力、余若薇、鍾松輝，結果與事
實相若。至於「立法會選舉有奬問答比賽」得獎名單如下：
冠軍：馮軒朗(1B) 周兆鴻(5E)
亞軍：何梓維(1B) 林愷俊(1C) 邱冠雄(4C) 龔偉良(4D)
得奬者將獲贈精美奬品以示鼓勵。

(三) 課外活動
去年課外活動是豐收的一年，除各組別獲取多項獎牌之外，校園電視台更為公益與其
他學校電視台合辦慈善音樂會，家長觀眾反應十分讚賞，他們能看到子弟在各項音樂表現
有出色表現，深感快慰。足球隊亦於暑期參加了青少年足球比賽(公開組)，與平均年齡較長
之球隊競賽，增加了不少經驗。今年中文科為使學子們愉快學習，集齊三位科主任策劃中
文學會活動，將以專題習作形式為學生進行課外活動。English Corner 及閱讀組亦為學生課
外閱讀提供途徑，務求本校語文能力躍升至高水平。

(四) ｢聯校電視台慈善音樂會｣及｢慈幼校園電視台｣事宜
｢聯校電視台慈善音樂會 2004｣已於七月廿八日假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順利完
成。當晚節目精彩，觀眾反應熱烈，在此感謝各善長及表演嘉賓鼎力支持。扣除成本後，
是次活動所籌得的善款為港幣$2478.6 元，稍後該筆款項將全數撥捐｢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CIEF)。
此外，由｢香港大學校園電視台｣(HKUSUA)及 SINA.COM 合辦的｢視像培訓課程｣亦在九
月廿四日於香港大學舉行，費用全免，本校共六名學生被取錄接受訓練。課程主要是透過
各校參加者以小組協作形式進行，當中，學生除學懂影片拍攝技術外，還可與同儕分享錄
像製作心得，可謂別具意義。

(五) 水運會事宜
本校第 39 屆水運會已於九月廿八日（星期二）中秋節舉行，當日風和日麗，天朗氣清，
有不少家長及校友到場參觀及打氣。今年，本校邀請 1979 年畢業舊同學林志明先生為頒獎
嘉賓，他勗勉同學努力自礪，開創美好將來。當日成績十分理想，有兩位同學更刷新三項
紀錄，成績如下：

破紀錄項目

學生姓名

班別

成績

50 米蛙式
100 米蛙式
50 米背泳

蘇浚銘
蘇浚銘
梁景峰

4D
4D
2C

33”91
1’15”18
31”64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6B
3E
2B
2B

5E
3D
2D
6B

6M
4D
2C
3E

甲組團體
乙組團體
丙組團體
全場總成績

(庚) 2004-05 年度家教會週年大會
第五屆家長教師會於 2004 年九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二時三十分，於禮堂舉行週
年大會，會上選新一屆幹事，名單如下：

主席
副主席
文書
財政
文康
推廣聯絡
執行委員

家長委員
陳玉衡先生
（F.3A 陳翹駿同學）
梁景信先生
（F.1A 梁學淵同學）
胡朱文慧女士 （F.1B 胡俊賢同學）
李健康先生
（F.2A 李步朗同學）
鍾彭愛琼女士 （F.1B 鍾富傑同學）
陳司徒仲賢女士（F.5C 陳智弘同學）
---

教師委員
李益僑神父
林煜泰老師
李良銘老師
鮑秀萍老師
關振球老師
丁偉雄老師
黃釗明老師
黎國榮老師

(辛) 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中一迎新週
為讓中一級同學及早適應校園生活及中學的學習模式，並加強師生間的認識及溝通，靈德
育及公民教育組於本年將中一的迎新活動增加至五天(即由 8 月 30 日至 9 月 2 日)，內容包
括講座、工作坊、參觀和歷奇日營等。而靈德育組負責的兩個項目是開學祈禱(30/8)及慈幼
資料室(31/8)
開學祈禱(30/8) ：介紹本年度主題及主題曲，並由梁偉才神父帶領祈禱及降福每
一位中一的同學。
慈幼資料室(31/8)：由老師和學長為新同學講解本校不同組別的活動，讓同學及早
了解及適應學校的生活。資料室內所提供的資料包括學生會、義工組、社工及輔
導組、閱讀推廣組、體育活動、靈德育活動、全方位學習活動、IT 組和課外活動，
當日更安排同學參觀圖書館及拍攝學生照片。
靈德育主題壁報
本年度主題為「好學求真健體魄 立德助人勇承擔」。靈德育組每月將針對本年度主題，訂
定不同的主題，並每月更新學校地下電梯大堂的靈德育主題壁報，目的為提醒同學每月不
同的關注項目。
早會短講
逢週一及週四邀請老師或同學按每月德育主題分享。已進行的為九月份的「勇於承擔」。

親子閱讀自由講
與閱讀推廣組合辦「親子閱讀自由講」活動，已於 9 月 6 日展開。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
一將派發不同主題的文章給學生，並邀請家長與子女一同閱讀及投稿，以分享意見。得獎
同學的作品已張貼在一樓飯堂內的「親子閱讀自由講」壁報上，以供同學參觀。
第一期(9 月 6 日)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1B 江承軒、1D 劉俊賢、1D 鄭泳濤、1D 莫瑋豪、1E 林志豪
第二期(9 月 20 日)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1B 胡俊賢、1D 劉俊賢、1D 鄭泳濤、1D 莫瑋豪、4E 林英傑
中國奧運金牌精英大匯演
於 9 月 7 日聯同全方位學習小組帶領同學往香港政府大球場，參加「中國人的驕傲 – 中
國奧運金牌精英大匯演」，一起感受作為中國人的光榮。
校園清潔運動
校園清潔運動已於 9 月 10 日展開，目的為鼓勵同學保持環境清潔，建設一個理想的學習環
境。各班同學分組於放學時進行課室清潔工作：清潔黑板、收拾地上的垃圾、和整理書檯
等。
選舉全接觸
為配合 9 月 12 日立法會選舉活動，於 9 月 7 日至 9 月 17 日舉辦了一個名為”選舉全接觸”
的活動，目的是透過展板及播放選舉論壇節目，讓同學了解本區候選人的政網，以及介紹
整個立法會選舉過程。此外，透過模擬選舉活動(9 月 10 日)及有獎問答比賽使同學更認識
立法會選舉的過程及運作，並加強同學的公民意識。
「型造自己」計劃
在五月中，新城電台 DJ 曾到校為同學介紹”型造自己”暑期訓練課程。同學反應踴躍，本
校有接近五十位同學報名參加，經面試後有七位同學成功參加了「型造潛能工作坊」
，學習
舞蹈、說話、歌唱、拍攝及設計等技巧，93 年畢業同學駱正道(亞道)更負責教授同學舞蹈
技巧。經過一個月的訓練，參加工作坊的同學更有機會參加 9 月 12 日在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的「型造自己大派對」
，正式踏上台板一展才能，與不同的歌手同台演出。在工作坊中，張
卓恆同學(4D)更奪得”表現優越”獎。
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網頁
有關以上活動詳情及活動花絮，可瀏覽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網頁。
網址：http://www.ssshk.edu.hk/~moraleducation

(壬) 全方位學習活動
本校教務組將於本學年為中一及中二的同學各舉辦了兩個專題研習活動，而即將於十
月展開的便是中一級的<<我們的理想校園>>和中二級的<<中國文化博覽>>。這兩個專題研
習活動完成後，我們將於二月底的家長日中舉辦一個展覽會，展出各同學的專題研習作品，
到時歡迎各家長蒞臨參觀，一起分享各同學努力的成果。
為了配合推行專題研習計劃，全方位學習小組更於九月之週會堂中為同學講解進行專題研
習的技巧，還舉辦了以下兩項活動，令同學更容易掌握專題研習的技巧。
1.

圖書館考察團 (中一及中二)
帶領中一(9 月 17 日) 及中二(9 月 24 日)級各專題研習小組組長前往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參加工作坊，學習如何利用圖書館的設施搜集書籍、多媒體等資料。

2.

中國文化之旅 (中二)
全體中二級同學分為四組，前往不同的博物館搜集資料，以及學習不同種類的中國文
化。四個博物館包括香港文化博物館、三棟屋博物館、香港醫學博物館及茶具文物館。

全方位學習小組網頁
有關全年活動詳情及活動花絮，可瀏覽全方位學習小組網頁。
網址：http://www.ssshk.edu.hk/~lifewid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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